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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
背景 最近的研究发现，中国吸烟者的卷烟消
费量几乎不受到卷烟价格的影响。由于中国政
府考虑实行更高的烟草税，这种低响应性的原
因值得探讨。一种可能的解释是，吸烟者通过
选择更便宜的卷烟品牌来减轻卷烟价格提升所
带来的影响。
目的 本研究探讨卷烟价格如何影响中国卷烟
消费者对卷烟品牌的选择。
方法 本研究采用于2006-2009年采集的六城市
ITC调查的前三轮数据。研究样本包括至少参
与两轮调查的3477名吸烟者（8552人-年）的
数据。卷烟品牌按价格分为四个等级，用消费
税的类别来确定每一级分界点。分析采用条件
logit模型，以确定价格和品牌选择之间的关系
。
结果 总体来看，38%的吸烟者在三轮调查间
转换了卷烟价格等级。卷烟价格每增加1元可
改变4-7%吸烟者对于价格等级的选择。将研究
样本限制在作为基准的价格等级时可以发现，
在第1价格等级中每提高1元价格，选择该等级
卷烟的人群减少4%；而在第2和第3级，每1元
的价格提升导致选择的人群减少1-2%。
结论 中国卷烟品牌间较大的价格差会改变部
分消费者的品牌选择，尤其是吸廉价品牌的消
费者。烟草价格和税收政策可以促使消费者转
换品牌。具体来说，类似中国的分级定价从价
税制鼓励向低价等级卷烟转换，而从量消费税
可抑制这种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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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 烟 在 中 国 相 对 便 宜 ， 而 且 在 过 去 20年 ，
随着收入增加，人们的卷烟购买力也提高
了 [1]。2009年的零售数据显示（描述如下）在
一些城镇地区卷烟价格每包不到2元（约0.3美
元）。低价卷烟已被证实是烟草控制的核心阻
力[2,3]。中国卷烟市场的第二个特征是不同品牌
间明显的价格差异。中国商店里每包卷烟的价
格不同品牌间存在10倍甚至50倍以上的差异。
这种价格差异使得中国吸烟者很容易转换到更
便宜的卷烟品牌，相比而言，其他国家这种价
格差异较小。

在本研究中，我们试图了解卷烟价格影响
吸烟者购买决定的程度。该问题的答案对中国
3亿吸烟者的健康以及中国的政策走向有着深
远的影响。
几十年的研究发现，吸烟者对卷烟价格的
变化很敏感（例如Chaloupka和Warner的研
究） [4]。尽管存在研究方法、背景、模型设定
和估计方法之间的差异，文献估计的价格弹性
通常在-0.2到-0.6之间，例如卷烟价格上升10%
可导致消费下降4%，这意味着价格弹性为-0.4
[5,6]
（更多讨论见2011年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报
告及其参考文献 [5]）。但在中国，尽管之前一
些研究和时间序列分析发现中国的烟草消费的
价格弹性较高，基于高质量、个体水平的数据
分析发现卷烟需求的价格弹性很低[7]。Lance[8]
等人发现在1993-1997年间中国九个省的烟草
价格弹性的最佳预测是-0.007。White和Hu [9]
的最新研究分析，在之后的十年中烟草价格弹
性基本维持在此水平不变。Mao[10]等人利用全
国数据计算出的价格弹性在-0.15左右。Huang
[11]
等人利用ITC调查的数据，得出在2006至
2009年间，卷烟消费（不包括戒烟行为）的价
格弹性在-0.13左右。中国公共卫生领域的一项
隐忧是卷烟价格总体上缺乏弹性，烟草税政策
对吸烟行为的影响甚微。
中国较低的卷烟价格弹性可以从以下三个
方面解释。首先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卷烟价格
变化不大，价格差异不足以使研究人员辨别
卷烟价格对需求的影响。其次，收入增加超
过了卷烟价格的上涨，使之对卷烟的购买力随
之增加，从而显得吸烟者对价格变化不敏感。
第三，不同卷烟品牌间的显著价格差异使得中
国吸烟者可通过改吸廉价品牌卷烟来减缓涨
价影响。Li等人（2011）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买
较便宜品牌卷烟的吸烟者更不愿意戒烟[2]，该发
现支持了第三种假设。另有一些研究运用其他
国家的数据证明卷烟价格与吸烟类型之间的关
系[12-17]。我们的研究首次就卷烟价格如何影响
中国吸烟者的卷烟品牌选择提供了直接的验
证。我们的实证框架既考证了价格差异假设也
控制了收入纵向变化。此次研究结果强调了中
国的定价和税收政策是如何改变消费者选择特
定卷烟品牌的动机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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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法
数据
我们的数据来自于ITC中国调查，一项研究中国成人吸烟行
为的纵向研究。我们使用了前三轮的调查数据，调查时间分
别为2006年、2007-2008年和2009年。该调查在中国的六
个省会城市或者直辖市开展，分别为北京，上海，广州，
沈阳，长沙和银川。ITC中国调查采用多阶段整群抽样的方
法，获得城市级别成年吸烟者和非吸烟者的代表性样本。此
外，个人水平的样本权重被用来估计总体特征。更详细的
ITC研究方法介绍可参考Wu等人发表的文章[18]。
为了追踪同一个人在多个时间点的卷烟品牌选择，我
们将样本限制在至少参加了两轮ITC中国调查的4632名吸烟
者。在剔除一些卷烟价格等级选择无法被可靠判定的吸烟者
后（见下文讨论），最终分析样本包括3477人，8552人-年
（即分析中共有8552个观测数据，每人约2.5个）。所选样
本的整体保存率为82.0%，这是比较高的。
变量
因变量
因变量是在每一轮调查中吸烟者选择的卷烟价格等级。因为
这个信息无法从调查数据中直接获取，我们通过使用吸烟者
在接受调查时最近一次购买卷烟的品牌和价格信息来构建这
一因变量。吸烟者在每一轮调查中都会被问到，最近一次为
自己购买的卷烟品牌、类别、总支出和数量，利用这些信息
，我们确定了卷烟品牌和每包卷烟价格。最近一次购买卷烟
的数量可以是包数或条数（等于20包）。我们分析中将所
有价格转换成每包价格。
通过收集第三轮调查同时期的6个城市的卷烟零售价，
我们首先验证了调查中的价格数据。每个品牌的卷烟零售价
与第三轮调查每个品牌的平均价格是非常相似的。我们将8
个最常见的品牌品种的城市中位数价格与吸烟者报告的城
市零售价进行比较，5个品牌一致，3个品牌的差价不足0.5
元。接下来，根据国际产品代码即每包卷烟上的条形码，使
用ITC项目的分类方案，我们为每个品牌分配了一个代码。
如果调查者输入“其他”字段，我们会根据调查对象提供的
卷烟名称手动分配一个代码。通过这两种方式，我们能够为
78%的由连续吸烟者组成的观测数据分配代码。这构成了我
们研究的最终样本。我们计算了每个品牌品种在每个城市的
中位数价格，并以此来确定价格等级。
为了给品牌种类分配价格等级，运用一个有意义的、外
部的信息来源来确定每个级别的分界点非常重要。我们利用
六个级别的卷烟调拨价格来计算每一价格等级的零售价范
围，见表1。在中国，调拨价格与生产价格相似，被用作卷
烟消费税的基础值。卷烟调拨价来源于中国国家烟草专卖
局，与Gao，Zheng和Hu（2012）所报告的一致 [19]。本研
究中，我们将价格最高的3个级别合并为一个，因为这几级
中的观察值很少。因此，我们最终将卷烟价格确定为四个等
级。卷烟品牌城市中位数价格落于哪个等级，这一等级即为
它的价格等级。
自变量
我们关注的自变量是每个吸烟者可选择的所有等级的名义价
格。我们的分析依赖于相对等级价格。因此，使用实际或名
义价格不会影响分析结果。我们用每轮调查每个城市的所有
相关品牌的中位数价格来确定每一等级的价格。该价格代表

White JS, et al. Tob Control 2014;23:i54–i60. doi:10.1136/tobaccocontrol-2012-050922

了某一城市某轮调查时，吸烟者所面临的价格等级的市场价
格。该价格对吸烟者自报价格中的任何非系统性偏差应该是
不敏感的。
此外，我们纳入了吸烟者的多种人口学特征：性别，年
龄，每轮调查时的收入，文化程度和平均每天吸烟量。性
别，收入和文化程度为分类变量，并作为0-1变量进入我们
的模型，而年龄和吸烟量是连续变量。我们还纳入了分等级
常量并控制了所在城市及调查时期。因此，只有那些随时间
和地理上变化的因素才会影响我们的结果。没有证据表明，
我们未纳入的变量，如特定品牌的广告和营销，在不同时
期、不同城市间存在系统性变化。
统计模型
我们采用条件logit模型[20]，将吸烟者选择特定价格等级的卷
烟的可能性作为所有自变量线性组合的logit函数：

其中

在某一轮t，每个吸烟者i从j个等级中选择了一个价格等级k。
吸烟者i的价格等级选择是特定等级价格Pijt和控制变量Xijt的
一个logit函数，如上所述。每层价格的系数为α。
条件logit模型不同于标准logit模型，它允许纳入选择层
级的变量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卷烟价格根据分级而不同。回归
包括每个吸烟者四种不同的价格，每级一个，使我们能够全
面考虑每个吸烟者在给定时间点和城市时面临的卷烟价格。
除了回归系数，此分析也允许我们估计卷烟价格的平均边际
表1 2009年中国卷烟零售价的分级列表
级

零售价
（元/包）

生产者 零售利
利润(%) 润(%)

观测数 吸烟者比
据 (N) 例 (%)

1
2
3
4
5
6

[0, 2.65)
[2.65, 5.15)
[5.15, 8.97)
[8.97, 18.95)
[18.95, 29.76)
[29.76, ∞)

17.6
25.0
33.3
33.3
40.8
51.5

1,114
3,830
2,345
955
150
59
8,453

10.0
10.0
10.0
15.0
15.0
15.0

13.2
45.3
27.7
11.3
1.8
0.7
100.0

零售价范围根据公式（ Gao, Zheng 和Hu ，2011）计算
得到：零售价=调配价格×（1+生产者π）×（1+零售π）×
（1+VAT），其中π代表利润，VAT代表增值税。该利润
分类来自 Gao, Zheng 和Hu 2012年的文章。对于零售价
格范围，中括号是指闭区间，小括号表示开区间。 4-6级
合并进行分析，因为人数非常少。每格计数和比例经过加
权，未加权样本量是3477个吸烟者，8552人-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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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应，也就是中位数价格每升高1元后导致选择给定卷烟价
格等级的概率变化。我们计算了选择或者停止选择给定等级
的净边际效应，也计算停止选择某一等级的总边际效应。净
效应是根据全样本计算的。总效应是每个等级分别计算的，
仅利用基准调查（即吸烟者最早进入样本的一轮调查）时划
分了价格等级的吸烟者的样本。对于平均边际效应，我们
计算了自抽样的标准误差，在个体层面使用1000次重复和
集群。

研究结果
描述性统计
表1显示不同卷烟级别的零售价区间。约45%的吸烟人次选
择第二便宜的卷烟品牌（大约3-5元/包）。然后是第三便宜
的卷烟品牌（28%，5-9元/包），其次是最便宜的（13%，
1-3元/包）。只有2.5%的吸烟人次最近买了两个最高等级
之一的卷烟，花费超过19元。零售价根据政府规定的生产
商和零售商的利润率计算。各等级允许的利润率不同，更昂
贵的烟可带来更大的利润。
图1显示了在不同时期吸烟者更换卷烟等级的程度。根
据调查时间和价格等级的不同，大约50-71%吸烟者在每轮
调查期间都选择同一价位的卷烟，但相当一部分人更换了卷
烟品牌。总体来说，38%的吸烟者在不同时期换品牌。选
择中等价位级别的（级别2和级别3）吸烟者有可能选择更
贵或便宜的品牌，选择更贵的要比换成便宜的普遍。一个
例外是第二轮调查中的第3等级的研究对象，在第三轮调查
时更倾向选择便宜的。选择更贵的品牌可能是因为这一时期
收入的增加超过卷烟价格的增长，为吸烟者提供了更多的购
买力。按照烟草消费价格指数的官方统计 [21]，从2006年到
2009年，烟草价格仅增长了1.5%，而城镇居民在这段时间
的平均收入上涨了46%[23]。
根据表2中的描述性统计结果，96%的研究对象为男
性。吸烟者的平均年龄为51岁。购买的卷烟平均价格为
6.32元、中位数价格（未显示）为5元。卷烟的平均名义价
格和实际价格在2006年几乎是一样的，因为在这段时间内
的烟草消费者价格指数增长很小。平均而言，受访者每天抽
18支卷烟或略少于一整包。46%的吸烟者月均家庭收入在
1000-3000元（150-450美元）之间。样本中大约三分之一
有初中学历，约三分之一有高中学历，其余为小学或大专
以上。

多元分析结果
主要研究结果基于一个对卷烟价格等级选择的条件logit回归
分析，考虑了调查轮次、城市、性别、年龄、收入、文化程
度和基准吸烟量。表3显示了回归分析结果。本身的价格等
级对吸烟者的选择有显著的负向影响。我们将在下文进一步
详细的描述价格影响的程度。年龄大的吸烟者更倾向于选
择便宜卷烟。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吸烟者（收入低于1000
元）或教育程度低（小学或以下）的吸烟者，更可能买最便
宜的卷烟。同样的，随着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，吸烟者更可
能选择价格较高的卷烟。基准卷烟消费量与等级选择不是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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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相关，尽管选择第2级的概率随着基准消费量的降低而降
低。相对于在北京的吸烟者，那些在上海和广州的吸烟者更
可能选择更高价位的卷烟（第2级到第4级）。
表4描述了价格的平均边际效应对卷烟等级选择的影响
程度。A组包括考虑每一级的进出的净边际价格影响，而B
组包括在第一轮调查中选择了既定等级后跳到另一等级的总
边际价格影响。
我们先描述价格的净效应，再描述价格的总效应。如果
第1级卷烟价格上涨1元，那么选择第1级卷烟的概率的净变
化为-0.9%（即负的自价格效应），选择其他级卷烟的概率
会增加（即正的价格效应）。同样，第2-4级的平均净价格
影响分别为-1.9%，-1.5%和-0.9%。增加1元相当于整体中
位数卷烟价格（5元）上涨20%。而第2价格等级的吸烟者
倾向于选择更贵价位的卷烟，第3价格等级的吸烟者相反。
此外，我们使用每一等级卷烟的吸烟者的比例（表4中A组
第二行到最后一行）来解释选择这一等级份额的百分比变
化，即暗示的净自身价格效应（表4中A组最后一行）。用
该等级的吸烟者比例除以该级净价格效应，我们可以计算
出，依据起始等级的不同，卷烟价格上升1元可使该等级净
份额减少4-7%不等。最大的行为效应发生在最廉价和最昂
贵的级别中。
对于在基准调查中使用给定等级的卷烟的吸烟者来说，
各级转换的总效应遵循类似的模式，尽管边际效应幅度在净
效应和总效应间有所变化。如果第1级卷烟价格上涨1元，
那么在接下来的调查中，选择第1级卷烟的概率降低4.1%。
自身价格的总效应在第2级和第3级分别为0.6%和1.7%。也
就是说，第1级吸烟者是最有可能对1元价格变化做出反应
的。这是因为1元在第1级卷烟中代表一个较大的相对价格
变动，而在更贵的第3级中相对变动较小。第1级中涨价敏
感性与这级基准吸烟者所占比例也有关（表4中B组第二到
最后一行）。1元的价格增长，使得选择1级卷烟的总份额
减少4%，第2、3级减少1-2%。第2级的吸烟者倾向于选择
更高等级的卷烟。与净效应类似，第3级的吸烟者中往便宜
和更贵两方向选择的机会是均等的。
我们做了若干次敏感性分析，以验证价格和等级选择之
间的关联（结果未显示）。我们发现一些证据表明，这种关
联并非由使用走私卷烟而导致。在一个子样本中，吸烟者提
供给调查统计员一包有真实标签的卷烟，我们认定这是合法
购买的，而其价格系数的数量级（-0.087）并无法从全样本
中区分（P=0.61）。调查数据和零售价格数据之间的相似
性也表明，走私和假货并不是我们样本中存在的主要问题。
非法烟草使用会导致平均价格偏离零售价格，而我们并没有
发现这一问题。样本组成（那些接受两轮或两轮以上调查的
人）的选择，也丝毫不影响效应的程度。如果对所分析的样
本不加限制（N=10020），价格系数为-0.075，这与受限制
的样本相比（P=0.17）无显著差异。同样，如果分析的样
本限制在参与全部三轮调查的吸烟者中（N=4839），得到
的价格系数为-0.086，与最终分析样本的结果相比无显著差
异（P=0.64）。

讨论
近40%的吸烟者在调查周期内转换卷烟等级，表明消费者
对品牌选择是相对灵活的，没有表现出对一个特定品牌的忠
诚。在控制每个吸烟者的收入和其他一些社会人口学特征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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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1 连续两轮调查间吸烟者转换卷
烟等级的百分比。注：显示列百分
比。（A）显示第一轮调查到第二
轮调查2474位吸烟者的转换率。
（B）显示第二轮调查到第三轮调
查的2240位吸烟者的转换率。

表2 描述性统计，2006–2009
变量描述

均值

标准差

0.963
0.161
0.464
0.240
0.134
0.125
0.327
0.358
0.190
0.332
0.365
0.303
0.172
0.138
0.224
0.185
0.142
0.139

–

–
–
–
–
–
–
–
–
–
–
–
–
–
–
–
–
–

50.8
6.32
6.24

12.3
6.36
6.30

17.7

10.8

二分类变量
男性
月收入: <¥1,000
月收入: ¥1,000-2,999
月收入: ¥3,000-4,999
月收入: ≥ ¥5,000
文化程度: 小学或更低
文化程度: 初中
文化程度: 高中
文化程度: 中专及以上
第一轮调查 (2006)
第二轮调查 (2007-08)
第三轮调查 (2009)
城市: 北京
城市：沈阳
城市：上海
城市：长沙
城市：广州
城市：银川
连续变量
第一轮调查年龄
卷烟分等级价格,名义值
卷烟分等级价格,实际值，
以2006年为基年
第一轮调查卷烟消费量

二分类变量情况符合为1，不符合为0。样本包括3477人
和 8552人-年，根据综合调查设计加权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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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下，品牌选择对卷烟价格敏感。我们发现，每一级中位
数价格增加1元，将导致该级减少4-7%的吸烟者，此数值为
结合吸烟者进入或退出该等级的净效应。单独衡量指定级别
中位数价格增长1元的总效应对吸烟者迁出该级的概率的影
响，第1级的吸烟者将有4%的人不再选择该级的卷烟，第2
和第3级在第一阶段调查中有1-2%可能不再选择该级别。因
此，廉价卷烟的使用者选择卷烟品牌时，对价格上涨更为敏
感。在某种程度上，消费者可以转向同一级但更便宜的品
牌，因此我们的估计可能低估了价格带动品牌转换的效应。
总的来说，我们的研究结果确认，烟草价格和税收政策在消
费者品牌决定和转换品牌等级上扮演重要角色。
中国政府通过调节四个组成部分来调整卷烟零售价格：
计税基数（调配价格）、增值税、批发商的利润率和零售商
的利润率[19]。目前定价法规（利润率）可能会在不经意间促
进消费者选择廉价卷烟。相比低价位卷烟，中国允许高价
位卷烟的批发商和零售商享受更丰厚的利润（表1）。这些
激励措施可能促使了价格差增大。更重要的是，如果卷烟制
造商和零售商能够通过广告和促销刺激高价位卷烟的需求，
那么这些做法有利于吸烟者在经济困难时期转向更便宜的
卷烟。
中国的税收政策是消费者选择卷烟品牌的直接因素之
一。近年来，中国的卷烟税始终保持为零售价格的40%左右
[24]
，远远低于世界卫生组织推荐70%的基准[24]。低消费税使
消费者感到较小的经济压力，因此不会通过戒烟来减少烟草
支出。更确切地说，吸烟者有购买廉价卷烟的能力。卷烟税
收组成对于品牌选择的影响比税收水平更重要。
具体而言，从价税（按价格的百分比征税）和从量税
（按每单位固定金额征税）对激励消费者选择相对便宜的品
牌有不同的激励效果。一个统一的从价税率增加保持了各等
级卷烟相对价格不变，只增大了绝对的价格差。在微观经济
学理论中，相对价格决定资源配置，统一的涨幅不会改变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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买一个更便宜的品牌所获得的收益。然而，中国的分级税制
下，从价税增加将增大绝对价格差和各等级相对价格，有效
地增加了购买更便宜的品牌的收益，故我们预测购买更便宜
品牌的概率增加。此外，中国卷烟非常大的价格差作为从价
税影响的正缓和剂，增加了转换使用更便宜品牌的收益。与
此相反，从量税收缩了各等级的百分差，减少了转换到一个
相对便宜品牌的回报。具体来说，在减少给定市场上廉价卷
烟的绝对份额这方面，从量税优于从价税，从量税有可能抑
制消费者购买更便宜的卷烟的数量，提高增加税收对促进消
费者戒烟的影响。从量税这些具体的功能很关键，这也是为
什么专家主张实施烟草从量税[24]。
目前中国的消费税结构包括从量税和从价税 [7]。然而
从量税仅为0.06元/包。2009年5月，中国国家烟草专卖局
正式将调配价格大于等于7元的从价税率提高到其价格的
56%，将调配价格小于7元的从价税率升高到36%，同时在
批发价基础上增加5%税收。然而，政府指导烟草行业承担
税收增加带来的利润降低，使零售价格保持稳定[11]。因此，
消费者所体会到的税率实际上远低于官方规定的税率。总体
而言，中国的税收结构没有阻止消费者购买更便宜卷烟，反
而通过依靠从价税来促进了它的发展。
公共卫生专家都鼓励中国政府借由提高烟草税来提高卷
烟价格并由此降低吸烟率[25]。在未来几年内，中国政府被期
望接受这些建议，履行《烟草控制框架公约》第6条规定的
义务，它要求通过价格和税收政策降低对烟草产品的需求。
我们的研究表明税收设计——即从价税与从量税——会影响
消费者对税收的反应。确切的影响很难量化。向低价格等级
的品牌转换降低了需求价格弹性，使得本应该戒烟的吸烟者
转而消费低价卷烟。为了估计税收对转向低价或不转向低价
这两种消费行为的影响，需要对如下问题做出假设：（1）
如果允许转向低价品牌，消费者吸烟或戒烟的比例；（2）
税收的种类和大小；（3）从量税和从价税对转向低价品牌
的不同影响。我们的研究对第三类假设提供数据支持，但据
我们所知，现有研究并未考察转向或不转向低价卷烟对戒烟
可能性的影响。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课题。
我们的研究也有一些局限性。首先，我们研究了品牌转
换的跨级特征，但我们无法研究在各级内的品牌转换。第
二，我们依靠自报价格，可能存在报告偏误（例如，由于使
用非法卷烟而报告较低的价格），但自报价格和零售价格的
相似性说明偏差的程度可能较低。最后，我们的分析没有考
虑到吸烟者的异质性（例如，通过教育和收入类别），这也
是我们计划在未来研究中进一步探索的。

t

t

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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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们普遍预期中国政府将在未来10年内提高卷烟税
人
率，但中国消费者对卷烟涨价有何反应尚不清楚。
本文首次研究了卷烟价格如何影响中国吸烟者选择
卷烟品牌。
离散选择法为确定卷烟价格对购买行为的影响提供了
一个严格的研究方法。

表3 条件logit 回归模型的分析结果
无交互项
分等级卷烟价格

与等级2
交互

与等级3
交互

与等级4
交互

-0.095***
(0.015)

男性
年龄
收入: ¥1,000
-2,999
收入: ¥3,000
-4,999
收入: ≥ ¥5,000
文化程度: 初中
文化程度: 高中
文化程度: 大专
及以上
卷烟消费量
第一轮调查
第二轮调查
第三轮调查
城市：沈阳
城市：上海
城市：长沙
城市：广州
城市：银川
常量
人数

3,477

人年

8,552

观察例数

34,208

0.653***

0.717***

0.847**

(0.177)

(0.264)

(0.420)

-0.031***

-0.060***

-0.068***

(0.006)

(0.006)

(0.007)

0.503***

1.086***

0.931***

(0.114)

(0.152)

(0.193)

0.757***

1.872***

2.010***

(0.167)

(0.203)

(0.238)

1.183***

2.483***

3.073***

(0.239)

(0.263)

(0.295)

0.467***

0.658***

0.430*

(0.168)

(0.199)

(0.243)

0.545***

0.975***

0.981***

(0.174)

(0.206)

(0.237)

0.879***

1.511***

1.747***

(0.218)

(0.258)

(0.282)

-0.006

-0.143**

-0.009

(0.005)

(0.006)

(0.007)

-0.165

-0.034

0.197

(0.101)

(0.113)

(0.133)

0.006

0.242*

0.645***

(0.113)

(0.134)

(0.147)

-0.186

-0.081

1.426***

(0.180)

(0.209)

(0.303)

0.993***

3.462***

4.502***

(0.271)

(0.274)

(0.363)

1.257***

0.336

2.866***

(0.197)

(0.236)

(0.311)

0.644***

1.810***

1.454***

(0.208)

(0.225)

(0.358)

1.244***

0.459*

2.942***

(0.207)

(0.249)

(0.314)

1.235***

0.832

-0.828

(0.442)

(0.539)

(0.637)

括号内为稳健标准差，集聚在个人水平并经抽样加权。省略的分
类变量是：收入低于1000的，小学及以下教育的，第一阶段和北
京。该模型包括特定等级常量。
统计显著性：* p<0.10 **p<0.05 ***p<0.0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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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4 平均边际价格对转换等级的影响
表格A. 净效应
1级中位数价格
2级中位数价格
3级中位数价格
4级中位数价格
人-年的观察值
等级k的观察值比率
选择等级k的份额变化,由净自身价格效应影响
表格B. 总效应
1级中位数价格
2级中位数价格
3级中位数价格
4级中位数价格
人-年的观察值
等级k的观察值比率
选择等级k的份额变化,由总自身价格效应影响

等级 1

等级 2

等级 3

等级 4

-0.890
(0.012)
0.622
(0.010)
0.198
(0.003)
0.071
(0.001)
8,552
12.64%
-7.04%

0.640
(0.010)
-1.943
(0.009)
0.866
(0.008)
0.437
(0.006)
8,552
44.68%
-4.35%

0.200
(0.003)
0.857
(0.008)
-1.515
(0.013)
0.458
(0.010)
8,552
28.70%
-5.28%

0.070
(0.001)
0.426
(0.006)
0.450
(0.010)
-0.946
(0.011)
8,552
13.99%
-6.76%

-4.050
(0.056)
2.775
(0.048)
0.800
(0.028)
0.474
(0.020)
1,236
100.0%
-4.05%

0.169
(0.004)
-0.552
(0.006)
0.265
(0.004)
0.118
(0.003)
4,206
100.0%
-0.55%

0.154
(0.005)
0.672
(0.016)
-1.676
(0.019)
0.850
(0.015)
2,522
100.0%
-1.68%

–
–
–
–
–
–
–

平均边际价格效应,报告为百分比,由表3的条件logit回归计算得出。对于每一等级k=(1、2、3、4),粗体数字表示等级k的
中间价对选择同一等级k的概率的影响(即自价格效应),未加粗数字表示等级k的中间价对选择其他等级 j ≠ k的概率的影响
(即交叉价格效应)。括号中为经程序重复1000次计算的标准误。A组的效应,基于全样本分析，捕捉了转进和转出某一等级
的总效应。B组的总效应,基于在每个给定等级开始的子样本，捕捉转出某一等级的总效应。由于样本较小，等级4的总效
应回归未能集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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